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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24小时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白天，她呈现“五五购物节”的热闹与繁华，是
首发、首秀、首展的首选之地。夜晚，她点亮城

市星光，用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秀、夜
读、夜动等多元方式触摸城市心跳，成为经济

开放度、活跃度的“显色板”。
第二届上海“五五购物节”进程过半，昨

晚，浦江两岸地标、12000辆出租车后屏同

时点亮“我爱夜上海”标语，全城开放景观灯
光，由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局、市新闻出版

局、市体育局共同主办的“2021上海夜生活
节”（简称“六六夜生活节”）站上“C位”，在

BFC外滩金融中心开幕。

上海夜生活指数排第一
夜生活节启动仪式上，发布了 2021上

海夜生活指数。据相关数据，上海夜生活指

数综合排名第一，深圳、成都、北京和广州分

列其后。该指数是通过综合分析酒吧数量、

夜间电影场次、LIVEHOUSE数量、夜间出行
活跃度、夜间灯光强度、夜间公交活跃范围、

地铁末班车平均结束时间等各个维度得出
的综合评价。

大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上海有 2018

家酒吧，有演出的 LIVEHOUSE有 396家；去

年上海共播放了 157656场夜间电影。上海
在夜间出行活跃度和夜间灯光值强度两个

维度上均列全国所有城市之首。
在常态化防控疫情的大背景下，2020

年上海的夜间出行人数相比 2019年依然增

加了 92.36万人。每天 20时后，上海的平均
出行人数约有 421万人，占全天出行人数的

17.67%，位列全国首位。
从商圈的分时客流数据来看，陆家嘴、

南京西路等核心地段辐射范围广，客流起伏
相对明显。金桥、彭浦新村等社区型商圈的

活跃时段更长。23时是大部分商圈夜生活

接近尾声的时间，但静安寺、中山公园、新天
地还能在深夜持续保有活力。

丰富活动开启夏夜狂欢
“夜市摆摊，书店也照开，提上了购物

袋，派对开到博物馆，夜跑越夜越嗨，奔向周

末夜狂欢……”六六夜生活节首支专属主题
歌《夜上海》在启动仪式上响起，开启了申城

夏夜狂欢。
昨晚，百联集团旗下 30多家重点门店延

长营业时间。发放 1.3亿六六专享消费券，首

次联手申通地铁推出满额消费送地铁出行电
子票活动。FOUND 158启动多场主题派对，

从潮玩文化之赛博朋克不夜趴、潮玩音乐之
深夜电音盛典到潮玩体育之足球热浪嘉年

华，打造潮玩文体音系列派对。上海还推出 50

余个特色夜集市，并升级外滩枫径、安义夜

巷、思南夜派对、大学路天地创市集、外滩源
集、首尔夜市等一批重点夜市。

商旅文联动“破圈”是今年的亮点。世博
会博物馆举办“世博奇妙夜”，活动期间每周

六开放至晚上 9时，推出“浮世万象艺术珍
品展”等。“体育运动之夜”期间，本市体育消

费券发券总额提高到每天 60万元左右。新
华书店、上海书城、上图、外文等品牌书店共

推出 30项夜读活动。每周六晚，30组街头
艺人将分别来到富都滨江、外滩源等近 30

个商业街区，6月期间推出 100场街头艺人
周末秀，为夏夜街头增添灵动。

今年的“五五购物节”首设长三角一体
化板块，FOUND 158 也同时引领夜生活节

“出圈”。6月 12日晚，FOUND 158将联动长
三角“太仓娱乐节”，输出上海独有的夜间文

化，输入长三角不同维度的娱乐体验，携内
联外，将使上海的夜间经济体系形成有效的

文化输出。 本报记者 张钰芸

“2021上海夜生活节”昨晚启动

“24小时城市”精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昨晚，第

二届“上海夜生活节”拉开帷幕。小红
书、美团、哔哩哔哩、抖音等平台推出

6位夜生活推介官，为 6条夜生活主
题线路代言。其中，小红书博主“陈逸

慧”“风铃南瓜”代言“夜娱”“夜市”2
条路线，带着网友“种草”BFC外滩金

融中心、TX淮海、Found158、新天地等

上海潮流夜生活地标。推介官通过笔
记、镜头把所见所感分享给网友，带领

网友发现今年“夜生活节”的不一样。
陈逸慧代言的是“夜娱”线路，她

说：“夜娱线路不仅有中西融合的新天

地，还有魔都潮人打卡地标 TX淮海、
下沉式夜生活广场 Found158、工业现

代风 JULU758，它们既保留了老上海的
风骨，又呈现出新上海的时尚、活力、多

元化。”昨晚，陈逸慧前往 TX淮海探访
打卡，再通过笔记分享给粉丝们。

陈逸慧去年就参加了首届上海

“五五购物节”的直播活动，今年作为
夜生活推介官，感到上海的夜间变得

更热闹，不仅周末有夜市，日常夜晚的
去处也更多。“年轻人喜欢新奇的事

物，上海‘五五购物节’，包括‘六六夜
生活节’也不断推陈出新，现在上海夜

生活选择更多了，心动就一定要去‘拔
草’。”陈逸慧说。

另一位夜生活推介官“风铃南瓜”
代言的是“夜市”线路，推介 BFC外滩

枫径周末集市、豫园的新动研究所、安
义夜巷的露天电影、大学路的天地创

市集、思南夜派对的博物馆奇妙夜等
多条路线，“每年夜市季，都能在小红
书上看到非常多用户在分享夜市‘新奇特’玩

法。”“风铃南瓜”说，希望自己今年的推介和分
享，能够让更多人“种草”魔都的夜生活。

夜
生
活
推
介
官
带
着
网
友
逛
﹃
夜
上
海
﹄

■ “2021上海夜生活节”昨晚在 BFC外滩金融中心启动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本报讯（特派记者
姜燕）截至 6月 5日
15时 10分，象群先

行向西南再转向西北
迁移 12.1公里，由昆

明市晋宁区双河乡进
入夕阳乡活动，人象

平安。

为做好布防工
作，现场指挥部采取

地面人员与无人机跟
踪相结合的方式，24

小时不间断，加强象
群监测，确保每头象

都在监控范围内。同
时，有针对开展布防，

持续引导象群向西南
迁移，当日投入应急

处置人员及警力 510余人，出动渣土

车 64辆、其他应急车辆 52辆、无人机
14架，设置堵卡点 3个，劝返车辆 200

余辆次，确保沿途群众和象群安全。
根据象群迁移路线，现场指挥部

及时向玉溪、昆明有关县市区发出预
警，要求提前警戒、提前布防。

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

明勇介绍说，我国亚洲象种群稳步扩
大，其数量由 1985年约 180头增长到

目前的 300头左右。亚洲象种群扩散
是我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体现，但

此次向北长距离游荡应该是一次罕见
的突发事件。

    昨天下午，记者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护局专访了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
贤明，他就北上象群中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做

出了回答。郭贤明在管护局已工作 32年，一直
从事亚洲象的观测与研究工作。

最担心发生伤人事故
一群亚洲象罕见地持续北上，令多年把大

象当成“家人”的研究者们忧心忡忡。“我们也

希望它们尽快回来，在外面时间长了，对人对
象都不利。”郭贤明最担心的是发生人员伤亡

事故，一旦悲剧发生，会不会迫不得已对大象
采取极端手段？都很难说。

而且，这群象 24小时被无人机盯着，身边

不少人围堵，可能连觉也睡不好。郭贤明担心，

大象们此时的心情已经非常狂躁。他建议，应

该在大象进入山林时，让它们好好休息一会。

对于大象现在常吃投喂的菠萝、香蕉和玉
米等高热量食物，他也十分担心。大象吃东西

杂，不同食物对它的身体机能起到不一样的作
用，如果长期只食用三五种食物，又是人工种植

的，热量高，会不会像人一样得糖尿病、高血压？

应对栖息地适当修复
对于是不是保护区里的橡胶林抢占了大象

食源地的有关疑问，郭贤明解释，保护区里分布

有村寨，当年有一些集体林、自留山和水田等，
就是划给老百姓的，本来就不属于保护区范围，

老百姓种植什么，保护区无权干涉。橡胶和茶树
是当地老百姓主要的经济来源。以前土地种植

粮食轮作期间，田地里会长出灌木和小草，大象

很容易取食。种植橡胶树后，如果进行精细化管

理了，大象没有草吃，就会逐渐往外走。

而近年森林的管护力度非常大，森林越来
越茂密。密林的下面，太阳光照射不到，草和灌

木无法生长，也迫使大象走出山林，寻找食物。
郭贤明介绍，当下《森林法》也做了一些修改，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有好的栖息环境，可以对一
些特定物种的栖息地适当修复。“我们也正在

申请，对大象活动较频繁的区域，对植被进行

清理，让林下草本植物和灌木长出来。”

亚洲象北迁成为趋势
当它的种群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从野

生动物的天性来说，就可能会逐渐向外扩散，

寻找一些新的适合它生长的环境，这是一个自
然扩散的过程。“这也不能完全说就是西双版

纳容纳不下这么多象，没有这个依据。”
他同时表示，近年亚洲象北迁是个趋势。

1997年左右，就有一个 5头象的家族迁到了

普洱，那是第一次有群象进入普洱的地界，从
此它们一直在那一带活动，后来西双版纳的象

就逐渐北移，更多的象群进入普洱。但它们总
在普洱和西双版纳两地之间往返，一直没走太

远。所以，这次 15头亚洲象走到了普洱市的景
谷县，才引起管护局的警觉，以前也有象走到

这么远的地方，但那是独象。
他特别指出，无论是保护区也好，还是我

们说的亚洲象的栖息地也好，都是人们主观上
为野生动物设定了这个区域，但这么大型的动

物，它认为哪个地方有食物，适合生存，就会找
哪里作为它的栖息地，把人的意志强加于亚洲

象，也是不现实的。

特派记者 姜燕（本报西双版纳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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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双版纳研究大象 32?的专家解答大众关心问题———

近年亚洲象北迁逐渐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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